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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干预在女性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中的
应用效果
李 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区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心脏大血管外科，安徽合肥 230036
[ 摘要 ] 目的 分析舒适护理干预在女性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取 2021 年 1 月至 9 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区收治的 89 例女性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按照护理方法将其分为舒适护
理组（44 例）与常规护理组（45 例）。常规护理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舒适护理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用
舒适护理干预方法。比较两组的疼痛程度、睡眠质量、舒适度与依从性。 结果 舒适护理组的术后疼痛程度、
睡眠质量、舒适度、依从性均优于常规护理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在心脏瓣膜置换术护理中
针对女性患者实施舒适护理干预，可减轻患者术后疼痛，改善患者睡眠、舒适度与依从性，临床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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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comfort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female
patients with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
LI Cui
Department of Cardiac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STC, Division of Life Sciences and Medicin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Anhui Province, Hefei 23003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mfort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female patients with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 Methods From January to September 2021, 89 female patients with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 in the First Hospital Affiliated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comfortable nursing group (44 cases) and routine nursing group (45 cases). The routine nursing group used
conventional nursing methods, and the comfortable nursing group used comfort nurs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The pain degree, sleep quality, comfort and complianc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ostoperative pain degree, sleep quality, comfort and compliance of the comfortable nursing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routine nursing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 < 0.05). Conclusion Comfort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female patients in nursing of cardiac valve replacement can reduce postoperative pain, improve
sleep, comfort and compliance of patients, with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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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是疾病管理中的重要构成部分，直接影响
[1]

患者就医体验和预后 。现代医学认为，护理干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对机体恢复具有重要影响。围手术期常见疼痛和不

选取 2021 年 1 月至 9 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

良心理状态，疼痛属于刺激性神经感觉，对患者生命

属第一医院南区收治的 89 例心脏瓣膜置换术女性

体征与心理状态等产生消极影响。身心不良状态增

患者，全部为风湿性心脏瓣膜病，NYHA 分级Ⅳ级。

加患者痛苦，影响患者睡眠质量，而且降低患者依从

根 据 护 理 模 式 分 为 舒 适 护 理 组（44 例）与 常 规 护

[2]

性，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休克 。心脏瓣膜置换术

理组（45 例）。舒适护理组中，年龄 27~74 岁，平均

后患者多见身心不适，影响患者预后，常规护理应用

（50.16±6.72）岁。常规护理组中，年龄 28~73 岁，

[3]

效果低于预期 。高效的护理干预强调发挥专业支
[4]

平均（50.18±6.70）岁。两组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持作用，执行力度更高 。本研究回顾分析中国科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

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区收治的 89 例患者，分

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纳入标准：①符合

析舒适护理干预在女性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中的应

心脏瓣膜置换术指征；②女性患者；③可常规沟通。

用效果。

排除标准：①资料不全者；②原发性睡眠障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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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免疫系统异常者；④凝血功能障碍者；⑤有精神

舒适度：使用舒适状况量表简表（general comfort

病史者。

questionnaire，GCQ）评价，共 4 个方面，
30 项，
包括社

1.2 方法

会文化、生理、环境、心理精神舒适度。每项 1~4 分，

常规护理组行常规护理。围手术期常规宣教、

共 30~120 分。 非 常 舒 适：91~120 分；基 本 舒 适：

用药指导、监控体征、预防并发症等。舒适护理组在

61~90 分；不舒适：30~60 分。总舒适度 =（非常舒

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舒适护理干预，即对患者进行

适 + 基本舒适）例数 / 总例数 ×100.00%。

用药、饮食等常规管理。①心理干预：围绕患者病

依从性：使用 Morisky 用药依从性问卷（Morisky

情和手术治疗方法宣教，简要说明治疗过程与预期，

medication adherence scale，MMAS-8）分析依从性，

促使患者正确认知疾病，增强治疗积极性。通过移

MMAS-8 设 有 8 个 问 题，共 0~8 分，MMAS-8 评 分

情疗法等缓解心理应激，促进疼痛缓解。②引流管

与依从性呈正相关。0~5 分为不依从；6~7 分为基

护理：加强引流管护理，做好导管固定，防止导管移

本依从；8 分为完全依从。总依从性 =（完全依从 +

位或者脱落等，监控引流状态。患者转换体位时预

基本依从）例数 / 总例数 ×100.00%。

防牵拉导管造成疼痛。③环境护理：促进环境清洁、

1.4 统计学方法

舒适，定期消毒，合理控制温湿度，保证安静、光线适

采用 SPSS 24.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早期实施预见性疼痛管理，必要时遵医嘱镇痛用药，

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

减轻疼痛对机体的不良刺激。

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2 结果

宜等。④动态疼痛评估：监控患者疼痛情况，术后

疼痛程度：使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2.1 两组疼痛程度比较

scale，VAS）分析疼痛程度，总分 0~10 分，VAS 评分
与疼痛程度呈正相关。

干预后，
舒适护理组 VAS 评分为（2.07±0.63）分，
低于常规护理组的（3.82±1.19）分，差异有统计学

睡眠质量：使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进 行 睡 眠 质 量 评 价。 表

意义（P < 0.05）。
2.2 两组干预前后睡眠质量比较

中分设 24 项，0~21 分，分为入睡时间、睡眠时间、入

干预前，两组的 PSQI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睡效率、睡眠质量、日间功能、助眠用药、睡眠障碍，

意义（P > 0.05）；干预后，舒适护理组的 PSQI 评分

PSQI 评分≥ 7 分，显示患者具有睡眠障碍，PSQI 评

低于常规护理组，两组干预后的 PSQI 评分低于干预

分越高，睡眠质量越差。

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两组干预前后PSQI评分比较（分， xx±s）

表1
例数

组别
舒适护理组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干预前

2.36±0.28

干预后

1.05±0.31

常规护理组
干预前

睡眠时间

入睡效率

睡眠障碍

日间功能

助眠用药

总体评分

44
a

2.32±0.20
1.21±0.28

a

1.91±0.22
1.02±0.42

a

1.55±0.37
0.57±0.17

a

1.67±0.51
0.71±0.27

2.28±0.33

a

1.08±0.36

a

1.46±0.31
0.75±0.30

a

13.82±1.26
6.64±1.29

45
2.35±0.29
a

2.31±0.17
1.91±0.36

a

1.92±0.23
1.52±0.40

a

1.57±0.40
1.17±0.27

a

1.69±0.42
1.21±0.26

2.29±0.31

a

1.71±0.31

a

1.47±0.28
1.09±0.33

a

13.84±1.29

干预后

1.80±0.32

t干预后组间比较值

9.825

9.498

8.726

9.703

9.498

9.918

9.611

10.237

P干预后组间比较值

0.004

0.008

0.012

0.005

0.008

0.003

0.006

0.001

注

a

10.56±1.51

a

与本组干预前比较，aP < 0.05

2.3 两组舒适度比较
舒适护理组总舒适度高于常规护理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2.4 两组依从性比较
舒适护理组总依从性高于常规护理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表2
组别

两组舒适度比较（例）

例数 非常舒适 基本舒适 不舒适

总舒适 [ n（%）]

舒适护理组

44

24

16

4

40（90.91）

常规护理组

45

9

23

13

32 （71.11）

χ2值

5.643

P值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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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依从性比较（例）

[2] 王雪巧 . 心脏外科术后患者的疼痛护理 [J]. 中西医结合

例数 完全依从 基本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n（%）]

组别
舒适护理组

44

29

12

3

41（93.18）

常规护理组

45

14

19

12

33（73.33）

χ2值

6.254

P值

0.007

心血管病电子杂志，2020，8（22）：108.
[3] 王永莉，宁园，吴丽娜 . 零缺陷护理管理理念在心脏瓣
膜置换术患者围手术期的干预效果 [J]. 护理实践与研
究，2021，18（15）：2263-2266.
[4] 杜莹，高铭鑫，于文渊，等 . 医护合作护理对行心脏瓣膜
置换术患者精神状态及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J]. 心肺血

3 讨论

管病杂志，2021，40（5）：473-476.

心脏瓣膜置换术属于创伤性治疗，手术操作对
患者胸骨、肋骨等造成创伤

[5-6]

。在上述操作时较易

损伤肋间神经以及导致周围组织受损，进而引起机
体炎性反应，导致患者产生疼痛

[7-8]

。舒适护理干

预通过对患者生理、心理和环境等进行综合干预，力
求全面减轻不利因素影响，从而缓解疼痛，促进患者
预后

[9-11]

。

VAS 评分低于常规护理组，提示舒适护理干预可显
著缓解疼痛，对于减轻身心应激、稳定生命体征有
积极意义

研究与实践，2021，6（11）：196-198.
[6] 任欣洁，王晓阳，汪永转 . 专科规范化护理模式在行心
脏瓣膜置换术患者术后康复的干预效果 [J]. 中西医结
合护理（中英文），2021，7（2）：76-78.
[7] 沈美玲 . 心脏术后患者睡眠障碍的相关因素及护理干
预对策研究 [J]. 世界睡眠医学杂志，2019，6（7）：970-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护 理 实 施 后，舒 适 护 理 组

[12]

[5] 谢盈 . 心脏外科术后疼痛护理的研究进展 [J]. 临床医学

。舒适护理组 PSQI 评分低于常规护理

组，提示舒适护理干预可促进外科治疗患者睡眠改
善。相关研究

[13]

显示，科学的护理模式可促进心

脏手术患者身心状态改善，进而对睡眠产生积极影
响，本研究与此结论一致。舒适护理组舒适度较高。

971.
[8] 张海浩，黄建春 . 优质护理干预对心脏外科患者睡眠
质量的影响研究 [J]. 世界睡眠医学杂志，2020，7（10）：
1812-1813.
[9] 王瑭颖，吴丽丹 . 心理护理干预对心脏瓣膜置换术后患
者负性情绪及满意度的影响评价 [J]. 心血管病防治知
识，2020，10（24）：91-93.
[10] 卓琳，许洋，张超，等 . 完全胸腔镜下微创心脏瓣膜手

舒适度提升可促进患者更积极地依从医护干预活

术的研究进展 [J]. 国际心血管病杂志，2021，48（4）：

动，缓解手术对患者造成的身心刺激，促进医护操

210-214.

作顺利完成。舒适度与依从性有相关性

[14]

。舒适

[11] 朱珊珊，杨磊，文淑娟 . 全程护理干预在心脏外科手术

护理组依从性较常规护理组提高，与常规护理组相

后机械通气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J]. 实用医技杂志，

比，舒适护理组患者可更积极地配合医护操作，护患

2019，26（11）：1485-1486.

配合度较好。提高依从性可促进护理效率提高，减
少护理过程中非必要时间浪费，减少其他患者等待
时间

[15]

。

[12] 潘博，李亚琴，高文芳，等 . 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在心
脏瓣膜手术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J]. 国际护理学杂志，
2020，39（3）：445-447.

综上所述，针对女性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实施

[13] 邹德庆 . 疼痛护理干预对心脏手术患者术后疼痛和护

舒适护理干预，可显著缓解患者术后疼痛，改善患

理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J]. 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

者睡眠质量与舒适度，提高患者依从性，对于促进

2019，4（8）：158.

患者预后和提高护患配合质量有积极意义，应用价
值显著。

[14] 郭小倩，王芳 . 综合护理干预对心脏外科患者术后疼
痛程度的影响评价分析 [J]. 当代临床医刊，20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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